
今年以来，我区巩固已
有成果，全域深入推进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全区4个镇、
154个村中已有103个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占比67%，
今年将实现全部领办。通过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
经济，我区已全面消除集体
经济3万元以下村，10万元
以上的村达到160个，占比
75%；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2017年的 1.98 万元上升
至2019年的2.27万元；经过
全面摸底排查，已领办合作
社的村级班子驾驭力明显提
高，党员群众的民主议事主
动性明显增强，2019年党员
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次数比
2017年同比增长34%。

统一思想，卡实责任：列为
区、镇、村三级党组织书记一
号党建任务全域化推进

我区的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工作，是在争议声中破冰
前行的。刚开始，部分党员
群众存在抵触情绪。我区始
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推进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一项涵
盖组织领导、党员管理、群众
发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
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把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区、镇、村
三级党组织书记一号党建任
务，实行目标化管理、挂图式
作战、全域化推进。这项通
过股份合作的形式将党支部
和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系
统工程，使全区农村、农民、
农业、农村党组织、农村干部
都发生了积极变化，成为我
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脱
贫攻坚的主路径。

抓实组织领导。区委成
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领
导小组，由区委书记任组长，
在全区筛选精干力量，组建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专
班，集中办公，搭建审批办理
绿色通道，提供业务咨询、政
策指导一站式服务。区委书
记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
抓镇促村的重要举措，到镇

街调研必听合作社推进情况
汇报、必看合作社项目现状，
先后专题调研督导24次，真
正做到以上率下，强力推动。

抓实教育培训。着眼于
统一思想、激发动力，我区采
取“省外+省内”“精准+常
规”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打破

“一年培训一次、一次培训管
一年”的常规做法，分省内省
外4批次，组织农村党组织书
记赴青岛农业大学、临沂、寿
光等地专题培训，到陕西省
袁家村、浙江省滕头村观摩
学习，有效解决支部书记不
敢领、不想领、不会领的问
题。在抓全面培训上，去年
以来召开3次全区三级干部

“千人大会”，区委书记动员、
专家教授授课、典型村居发
言，形成了全域推进、整体推
动的局面。

抓实督导检查。我区
把抓好督导检查作为统一
思想认识的重要保障，通过
跟踪指导合作社推进落实
情况，解决基层遇到的实际
问题，更好的统一认识、有
序推进。在指导推动上，建
立巡回观摩制度，每月组织
各镇街开展一次观摩，现场
比拼实绩、相互比学共进，
各镇街在观摩中进一步开
拓思路。在宣传推动上，在
区镇两级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开辟“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
行动”专栏，每天都有信息、
每周都有进度，助力镇村形
成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
思想自觉。坚持典型引领带
动，在重点扶持6个市级示
范村的基础上，按照班子稳、
产业强、潜力大的标准，确定
了30个区级示范村，集中培
育打造，做到以点带面、积点
成面。

强化保障，夯实基础：整合2
亿元政策资金、社会资金助
推合作社发展

抓好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关键要强化组织、资金、
政策等各类要素保障，打牢
基层基础。

强化组织保障，从严选
人，在农村“两委”换届上严
格标准要求、严把程序规范，
明确“十五个不得”负面清
单，切实提高选人用人门槛，
把不合格人选挡在门外。去
年以来，着力解决农村缺人
才等问题，采取公开遴选方
式，选派11名优秀党员到村
担任党组织书记，范围覆盖
科级干部、机关干部、回乡创
业能人、退役军人等多层面
优秀分子。注重在“育”上求
实，实施党组织带头人队伍
整体优化提升行动，设立党
组织“书记论坛”，遴选20名
优秀党组织书记组建“导师
团”，实行“师徒式”帮带，定
期举办专题研讨，推动素质
提升，每年组织开展高层次
培训，创新开设新时代农民
讲习所，组织第一书记、技术
专家以及“土专家”“田秀
才”，定期为村干部和工作骨
干讲政策、讲方法、讲技术，
进一步开启民智、凝聚民心、
激发民力。在从严管理方
面，我区推行村党组织书记

“科级化”备案管理制度，坚
持“凡动必备”，各镇街调整
村党组织书记要向组织部报
告调整工作方案，包括调整
原因、调整人数、拟任人选及
产生方式等，调整过程要和
组织部门保持动态联系，进
一步规范村党组织书记变动
调整程序、提升科学管理水
平。推进村干部人事档案规
范化建设，开展村干部档案
收集建档工作，将村干部重
要信息材料纳入归档清单，
实现村干部个人信息有认
定、工作绩效有考评、历史问
题能说清、现实表现有证
明。在从严监督上，强化区
一级对村级组织的直接监督
管理，建立由纪检、组织、信
访、公安等部门组成的信访
联动机制，积极化解信访老
案，向重点问题隐患村居派
驻工作组，及时解决群众反
映的问题。对涉及脱贫攻
坚、扫黑除恶、森林防火、违
建拆除等重点任务的村，建
立会商研判机制和纪检约谈
机制，及时约谈提醒，依法依
规依纪作出处理，对不适宜

再继续担任村党组织书记
的，按程序予以免职、退出管
理。去年以来，共调整、处理
不合格村党组织书记 18
人。在激励保障方面，为促
进村党组织书记更好地履职
尽责，由区镇两级共同保障，
连续2年从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中选拔、考录乡镇领导干
部、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
将党建工作抓得好、得到群
众认可的村党组织书记优先
推荐为“两代表一委员”，让
实干者得实惠。

强化资金、金融、监管等
要素保障。在资金保障上，
区财政拿出3200万元专项
资金扶持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同时建立多部门帮扶机
制，共同整合2亿元政策资
金、社会资金助推合作社发
展。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
发展集体经济专项资金支
持，将30个村1500万元专项
资金全部倾斜到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项目，逐个分析研判、
评估收益，确定跟踪指导方
案，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取得
预期效益。积极争取乡村振
兴服务队、“四进工作组”等
支持，借助其资源、平台、资
金或各种渠道，多角度、多层
次、全要素抓好合作社扶持
工作。在金融扶持上，我区
以金融服务中心为主体，积
极联系对接银行和各类融资
平台，邀请省市农行专家到
福山调研推广“强村贷”“惠
农贷”等优惠贷款业务，先后
组织“强村贷”业务推广和宣
讲会5次，组织到两甲庄村、
梅家村等26个村现场考察
调研，有18个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成功申请“强村贷”金
融支持，预计获批金额超过
550万元。在资金监管上，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
在镇级建设线上线下一体化
村级事务管理“阳光平台”，
设置交易、采购、支付、公示
等不同板块，配套建立工作
流程和管理制度，实现合作
社社务全程留痕管理，群众
可通过平台全程参与监督，
进一步提高工作透明度。

YMG全媒体记者 权
立通 通讯员 区祖研

市民社区食堂400个
“爱心粽”温暖老人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

员 常鲁滨 曹莎莎）“家家折新艾，户户粽飘
香”，又是一年端午节。为让困难家庭、空巢老
人过一个温馨祥和的节日，近日，区慈善总会
联合益善德志愿服务中心和福山珠江村镇银
行开展端午走访慰问活动，为25户困难老人
送上粽子、鸡蛋、水果等慰问品。

我区的市民社区食堂奇泉店、万科店、三
里店店捐赠400个“爱心粽”；益善德志愿服务
中心志愿者们则为每户老人送上5斤鸡蛋及
水果等慰问品；福山珠江村镇银行为老人们送
上了挂面等生活用品。

一袋袋用心打包的粽子和鸡蛋，代表了志
愿者的关心和祝福。在空巢老人家中，区民政
局干部与老人们拉家常，详细询问老人目前的
生活状况、身体情况，鼓励他们要保持乐观的
心态，保重身体，遇到难处及时向慈善总会反
映，寻求帮助解决。

一个小小的粽子包含着浓浓的情谊，传递
着温暖。通过走访慰问活动，区慈善总会用实
际行动为困难家庭、空巢老人送去关爱和温
暖，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助老的优
良传统，把温暖真正送到困难群众的心坎上。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姜晓 通讯员 常鲁滨 孙
婷）端午节前夕，为进一步做
好精准扶贫工作，6月24日，
区民政局党员干部一行6人
来到结对帮扶的回里镇西回
里村，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送
去粽子、大米等慰问品，向他
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走访过程中，结对帮扶
的民政党员干部每走访一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帮助
他们打扫室内外卫生，保持

物品摆放有序、卫生整洁，
与他们促膝谈心，拉家常、
谈变化，详细了解生产生活
及当前面临实际困难等情
况，帮助他们理清政策、收
入、实惠、保障和社会救助
五项扶贫帐，让贫困户知晓
在脱贫攻坚中，得到了哪些
实惠，并认真记录好入户走
访信息。同时，广泛听取他
们对扶贫工作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嘱咐他们遇到困难
及时反映，引导他们树立自

主脱贫意识和信心，通过勤
劳奋斗改变生活，实现脱贫
致富。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区民政局严格落实“双
帮扶责任人”制度，第一帮
扶责任人每月走访1次、第
二帮扶责任人每月走访 2
次，准确规范填写《福山区
脱贫攻坚自查评估表》《到
户帮扶工作手册》，规范整
理各类档案资料，切实做到

“三清三明六个一”帮扶责

任落实到位，坚持把社会救
助政策落实到位、宣传到
位，以实际行动推动脱贫攻
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高标
准完成民政帮扶工作奠定
坚实基础。

今后，区民政局将持续
关注建档立卡贫困户、困难
家庭，努力扶贫济困，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以实际行动
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
理念，向社会持续传递更多
真情和温暖。

我区把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作一项涵盖组织领导、党员管理、群众发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系
统工程，作为区、镇、村三级党组织书记一号党建任务，实行目标化管理、挂图式作战、全域化推进——

我区近七成村庄有了“党领合作社”

区民政局端午节走访贫困户

男子忘拿钥匙爬窗户
“挂”五楼窗外被救下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讯
员 刘伟 柳静 摄影报道）如果忘拿钥匙回不
了家，我们该怎么办？6月25日下午，我区一
男子抱着侥幸心理，想爬厨房窗户回家，结果

“挂”在了五楼窗外，命悬一线。无奈之下，男
子只得拨打电话，向消防求救。在消防队员的
救助下，最终该男子化险为夷。

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接到求助电话，赶
到现场后看到，该男子紧紧抓住防盗窗，站在
五楼厨房窗户外，稍有不慎就有坠楼的危险。

消防员见状立即分两组开展施救，一组队
员准备好防护腰带和绳索上到六楼，从楼道窗
户处将绳索递给被困男子，并指导男子将腰带
系牢，做好防护。另一组队员来到五楼楼道将
窗户卸下，待男子准备好后，从楼道窗户将男
子拉进楼道。

男子被救下后告诉消防员，“当时从外面
回家准备开门，发现钥匙没有带，便想通过自
家厨房窗户爬进家中。当我从楼道窗户跳到
防盗窗上后却发现，无法进入家中。看了看自
己站的位置，又不敢再往回爬，被困在空中进
退两难，只得自行报警求助。”

男子躲过一劫后，对消防员的救命之举感
激不已。同时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日常留好
备用钥匙，一旦遇到类似情况，可寻求开锁公
司等专业人士帮助，万不可冒险攀爬谨防酿成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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